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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20〕第 20 号），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

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1. 报告期内，你公司贸易业务收入 1,820.10 万元，同比下降 82.71%。

铬类产品收入 1.17 亿元，同比上升 223.96%，锂类产品收入 458.93 万元，

同比下降 93.42%。铬类产品毛利率同比下降 14.97%，锂类产品毛利率同

比下降 33.32%。请你公司结合行业特点及你公司经营情况详细说明贸易

业务收入与铬类产品收入同比波动较大的原因，请结合产品上下游价格变

动、成本费用归集、同行业公司毛利率等情况详细说明铬类产品与锂类产

品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回复：（1）贸易收入同比下降 82.71%。由于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

加之市场不景气，公司调减了贸易业务，待时机合适时，再进行调整。 

（2）铬类产品收入同比上升 223.96%。公司铬铁矿在 2019 年 4 月份

之前的销售模式为销售铬铁矿原矿石，主要销售区域为西北地区，后因青

海地区大面积停工，西藏矿业铬铁矿原有消化渠道面临较大负面影响，而

同时铬铁合金市场空间仍较为充裕，因此公司于 2019 年 4 月份通过委托

生产模式将自产铬铁矿配比进口矿加工成铬铁合金进行销售，高碳铬铁的

销售单价高于铬铁矿销售单价约 4800 元，本期铬类产品收入同比上升主



                                                                                        

要是高碳铬铁收入上升所致。 

（3）主营业务成本构成情况                        单位： 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铬类产品 原材料 41,182,304.91 37.58% 8,944,803.37 12.81% 

铬类产品 人工成本 6,594,142.77 6.02% 4,308,583.02 6.17% 

铬类产品 燃料 506,496.87 0.46% 212,110.99 0.30% 

铬类产品 折旧 2,188,856.05 2.00% 2,033,337.40 2.91% 

铬类产品 委托加工费 52,088,707.91 47.53% 10,841,034.72 15.53% 

铬类产品 运费 918,324.87 0.84% 438,231.00 0.63% 

铬类产品 其他 1,351,282.51 1.23% 169,581.59 0.24% 

锂类产品 原材料 3,675,984.41 3.35% 25,481,489.97 36.49% 

锂类产品 人工成本 427,574.51 0.39% 6,583,994.95 9.43% 

锂类产品 燃料 433,006.17 0.40% 6,926,432.13 9.92% 

锂类产品 折旧 90,394.14 0.08% 1,565,075.20 2.24% 

锂类产品 委托加工费  0.00%  0.00% 

锂类产品 运费 12,352.67 0.01% 199,137.99 0.29% 

锂类产品 其他 110,646.03 0.10% 2,119,682.27 3.04% 

（4）铬类产品毛利率同比下降 14.97%，主要系本期高碳铬铁销售价

格同比下跌 943 元/吨，委托加工成本增加 115 元/吨，导致毛利率下降。

由于我国是铬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国产矿只占 0.3%左右，主要集中在

西藏，新疆、内蒙等有少许生产，且常常不能正常开采，五矿发展、西部



                                                                                        

黄金等公司的铬铁矿占比很小，没有公开信息，因此不具有可比性。 

锂类产品毛利率同比下降 33.32%，主要系锂类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下

跌，且市场供大于求，产品滞销，导致锂类产品收入、毛利同比下降。公

司锂产品相对单一，与同行业公司不完全具有可比性。与相近业务公司相

比，近年来毛利率趋势基本一致。 

 

 



                                                                                        

 

 

2、半年报中，存货跌价准备和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部分显示报告

期内你公司增加计提金额为 1,677.49 万元，资产减值损失部分显示你公司

发生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损失 2,145.51 万元，请说明两者金

额存在差异的原因，请结合存货市场价或合同价等说明报告期存货跌价损

失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1）存货跌价准备和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更正如下 

单位： 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673,266.56     673,266.56 

库存商品 38,075,577.34 21,455,100.87  12,844,188.44  46,686,489.77 

委托加工物资 478,087.02   98,183.53  379,903.49 

合计 39,226,930.92 21,455,100.87  12,942,371.97  47,739,659.82 



                                                                                        

截止 6 月底公司锂盐产品无已签订未执行的合同，根据 6 月底碳酸

锂的市场报价工业级碳酸锂含税 3.38 万元、氢氧化锂含税 4.37 万元、电

池级碳酸锂含税 4 万元的情况分析，市场价格持续下降，按照公司的会计

政策“库存商品及大宗原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

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对库存商品提取了存货跌价准备 2145.51 万

元。 

 

3．半年报显示，你公司对西藏中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

期末余额为 3,000.00 万元，款项性质为履约保证金，账龄为 1-2 年。请说

明该款项发生的原因，涉及的具体交易否达到披露标准或是否需履行相应

的审议程序，该保证金是否存在损失风险。 

回复：该项目是基于公司近年来矿产品逐年下降且市场低迷的背景下，

为多渠道提高公司整体经营效益，2019 年 1 月 24 日公司经营办公会和 1

月 25 日公司党委会审议初步同意拟参与西藏中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藏中腾”）承建的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万城计划部分工程。鉴于工

程量、工程单价、预计收益、施工图纸等尚未最终确定，因此双方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仅签订了框架协议并支付了 3000 万元履约保证金，并约定，

如双方未能在 2019 年 3 月 1 日前签订正式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则西

藏中腾应全额退还公司支付的全部履约保证金。前述保证金支付金额未达

到披露和董事会审议标准，且关于承建前述工程相关具体事项尚不明确不

满足董事会审议议案内容完整、明确、清晰之标准，故未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原计划在相关工程确定工程量、工程单价、预计收益、施工图纸后与

西藏中腾具体协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容，并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和公司章程授权决定是否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但在 2019 年 3 月



                                                                                        

1 日原定项目开工建设日前，公司根据客观情况和对项目的研判决定不再

参与该项目，因此未再就正式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西藏中腾进行协

商及签订。目前公司正通过多渠道催收该保证金，西藏中腾公司也出具还

款承诺，承诺 2020 年 12 月 20 以前归还该保证金，公司将跟踪具体的还

款情况，并及时报告或履行信息披露。 

 

4．2019 年、2020 年上半年你公司管理费用中停产损失发生额分别为

845.58 万元、792.80 万元，请说明你公司主要停产的资产，停产的原因，

预计复产时间，若长期无法复产，你公司是否有其他安排。 

回复：2019 年公司管理费用中停产损失发生额 845.58 万元，其中全

资子公司尼木铜业发生停产损失 662.49 万元（尼木铜业于 2019 年年末已

处置，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控股子公司白银扎布耶因停产检修发生

停产损失 183.09 万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管理费用中停产损失发生额 792.80 万元，为控股

子公司白银扎布耶所发生，因锂盐产品成本和市场价格出现倒挂、生产工

艺相对落后，库存量较大，公司今年暂停了白银扎布耶的生产。目前，公

司正在组织技术力量对其工艺提升、产品方向等进行再论证和研究，待确

定后，决定其是否复产或做其它安排。 

 

5．半年报显示，你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4,151.79 万元，请说明

主要的预付对象、发生原因以及预付的合理性，预付款是否存在损失风险。 

回复：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预付款项汇总金额 4,090.02

万元，占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 98.51%，账龄均在 1 年以内，

其中根据合同约定预付货款 3,485.02 万元，预付工程款 605 万元，截止 9



                                                                                        

月底有2,602.82的货款已执行完毕，部分工程完工已结算工程款220万元，

不存在损失风险。 

详见下表：                                     单位： 元 

供应商名称   金额  

款项性

质  

是否合理 是否存在损失风险 

重庆广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25,763,482.75  货款 

根据 2020年 4月份

签订的合同，预付

的锰矿及化工级铬

铁款，是合理的 

8 月份该合同已执行完

毕，不存在损失风险。 

浮泰（天津）贸易有限公司 6,685,420.00  货款 

根据 2020年 6月份

签订的合同预付的

南非矿款，是合理

的 

根据委托加工高碳铬铁

需要采购的进口矿，一

月一结算，不存在损失

风险。 

西藏永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4,550,000.00 工程款  

根据合同预付的工

程款，是合理的  

程尚未完工，不存在损

失风险。 

甘肃同悦祥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2,401,276.24  货款  

根据 2020年 3月份

和 6 月份分别签订

的期货合同，预付

的南非矿款，是合

理的 

该合同已在拉货中，预

计 11 月份进行结算，不

存在损失风险。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0 工程款  

根据合同预付的工

程款，是合理的  

8 月份该工程已完工结

算，不存在损失风险。  



                                                                                        

供应商名称   金额  

款项性

质  

是否合理 是否存在损失风险 

 合计  40,900,178.99       

 

6．请说明长期待摊费用中勘探成本报告期内无需摊销的原因及合理

性。 

回复：公司的长期待摊费用是指已经支出，但应由当期及以后各期承

担的摊销期限在 1 年以上(不含 1 年)的勘探费用、房屋装修费和其他费用。

其中勘探费用按实际开采量占总储量的比例摊销，其他费用在受益期内平

均摊销。如果长期待摊费用项目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受益，则将尚未摊销

的该项目的摊余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勘探费用为 10,494.46 万元，其中购

买探矿权费用 3,059.39 万元；预留矿权费用 60 万元；罗布莎铬铁矿勘探

费用 7,375.07 万元，根据公司的会计政策“勘探费用按实际开采量占总储

量的比例摊销”，由于公司山南罗布莎Ⅰ、Ⅱ矿群南部铬铁矿开采工程已

经基本建设完工并通过项目初验，尚未进行终验，待该项目实际开采后按

实际开采量占总储量的比例摊销。公司的探矿权目前尚未开展勘探工作，

待勘探工作完成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摊销。 

 

7．半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中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期末余额为 1.00 亿元，请说明该投资产生的原因，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的原因及合理性，请说明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经营数据，该项

投资是否存在减值风险。 

回复：公司参股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为了构建行业战略合作体系，



                                                                                        

提高公司综合抗风险能力。 

公司对金川集团的投资，不是为了近期出售，系非交易目的，本公司

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该指定一经作出，不得撤销。本公司指定的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按照公允价值

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除了获得股利（属于投

资成本收回部分的除外）计入当期损益外，其他相关的利得和损失（包括

汇兑损益）均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且后续不得转入当期损益。当其终止确

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

计入留存收益。 

金川集团属于周期性行业，行业效益呈波动性的特点，从 2017 年开

始受益市场行情普遍好转影响，金川集团开始持续盈利， 2017 年至 2020

年 1-6 月份均处于盈利状况（因金川集团是非上市公司，其财务数据不便

于公开披露）。2019 年 7 月 25 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发布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19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评级

结果维持为 AAA，评级较高，不存在减值迹象。我们查询了金川集团股

东之一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203）2020 年半年报，海

亮股份对金川集团的投资 8.16 亿元也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核算，也未计

提减值。 

 

8．半年报显示，长期股权投资中联营企业西藏永兴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的相关数据与投资性房地产折旧数据为空白，请补充更正。 

回复：（1）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中对联营企业西藏永兴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的投资比例为 50%，对被投资单位不能控制，但对其有重大影响，公司



                                                                                        

采用权益法核算，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永兴公司净资产为负，公司按

权益法确认后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零，公司无承担其他损益的义务。

2020 年 6 月 30 日，永兴公司的净资产为-555.39 万元，持续亏损，公司不

再确认相关投资收益。因此长期股权投资中联营企业西藏永兴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的相关数据为空白。 

（2）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补充如下                 单位： 元 

项目 房屋建筑物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30,545,590.11 30,545,590.11 

2.本期增加金额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2）处置子公司   

4.期末余额 30,545,590.11 30,545,590.11 

二、累计折旧和累计摊销   

1.期初余额 12,785,475.52 12,785,475.52 

2.本期增加金额         403,764.84          403,764.84  

（1）计提或摊销         403,764.84          403,764.84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子公司   

4.期末余额 13,189,240.36 13,189,240.36 

三、减值准备   



                                                                                        

项目 房屋建筑物 合计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价值     17,356,349.75      17,356,349.75  

2.期初账面价值     17,760,114.59      17,760,114.59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